
 

我曾以義工身份參與香港政府於六十年代初進行的第一次

人口普查。在進行調查的四天期間，我被分派到油麻地訪

查上海街一帶的居民。街道兩旁都是典型的唐樓 -- 樓高五

層，一梯兩伙，每伙350呎，大多數沒有廁所，而天台又

有僭建物。剛踏入第一間要查訪的住宅，裡面的環境已令

我吃驚 -- 小小的單位被劃分成五間劏房，供五戶居住；

一個四人家庭擠在70呎的空間之中；五間劏房中，只有

兩間有天然光，其他沒有窗戶的劏房，則只能依賴隔牆上

的窄縫通風。我曾到過居住在紅磡或九龍其他徙置區的同

學的家，但他們的居住環境也沒當其時眼前所見的惡劣。

為解決人口增長問題，香港政府便興建徙置區房屋以安置

居民。香港其中一件引以為傲的事，就是本港七成的勞動

人口都是在公共屋邨中長大。相隔56年，香港經濟發展蓬

勃，人口亦翻倍。今日的香港有更多人居住在同樣惡劣的

邁向未來
「由基金成立至今的十年間，我們明白到

若要幫助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直接給予援助。因此，我們必須先找出那

些專於不同範疇而資深的非政府機構，從

而協助它們辦理相關的服務。我們能提供

的資源不單是資金，非政府機構需要地方

營運，也須具備行政管理能力。我們的目

標是在這兩方面都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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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環境，政府卻減少為合資格的人士提供資助房屋。雖然私

人發展商持續為香港供應大量新住宅單位，但發展社會房

屋的可能性依然尚未被探討。 

香港的億萬富豪數目雖然較全球其他發達國家（而不是城

市）還要多；但不幸的是我們的貧富差距亦是全球最厲

害。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會歸咎於自由經濟和稅制 -- 優

待富者而懲罰夾心階層。其實，令情況惡化的元兇，是政

府的政策（或非政策）任由資產不受控地膨脹，以致現今

中產或以下的無產階層不斷被推下社會階梯，而資產階層

則盡享順風之利。

上述只是其中兩個最嚴重影響民生的社會問題而已。作為

慈善基金，我們會深入瞭解，從而定出優次去分配資源和

盡力回應。由基金成立至今的十年間，我們明白到若要幫

助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給予援助。因此，

我們必須先找出那些專於不同範疇而資深的非政府機構，

從而協助它們辦理相關的服務。我們能提供的資源不單是

資金，非政府機構需要地方營運，也須具備行政管理能

力。我們的目標是在這兩方面都給予協助。我們深信基金

的「避風堂」項目已踏上正確的軌道，在未來的五至十

年，我們亦計劃按照這樣的模式繼續邁進。　

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平等的國家，這絕非偶然，

他們享有財富、教育、醫療、就業機會、房屋需要、尊嚴、

及社會地位等多方面的平等。毫不為奇地，這些國家都是

由高度社會主義取向的政權所管治，在社會系統下奉行高

稅率，讓人民工作而同時獲得全面照顧。現時所見，香港的

間接稅收，例如極其昂貴的地價及輸入型通貨膨脹，令本地

的低下階層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加劇不平等的情況，產生民

怨，引發社會經濟問題。據我們所觀察，香港政府短期內將

不會就社會民生採取任何改善措施，所以我們應視建立更平

等社會這一理念為己任，以我們能力所及的方式，在這些迫

切的議題上推行我們認為是適切的社會主義。

為解決人口增長問題，香港政府便興建徙置區房屋以安置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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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小小課室、深遠效益

過去數十年來，聾童只能接受單一口語教育，令他們面 

   對極大的溝通障礙和社會孤立，在學業上亦充滿困難。

撰文：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鄧慧蘭教授

協作幼稚園的聾、健老師協作教學情況

在手語研究的成果的支持下，加上助聽科技的發展，手語及

聾人研究中心從二零零六年起創新「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

劃」。在融合教育政策下，很多主流學校每班只有一位聾

童，但本計劃中的幼稚園和小學在每個班級都設有一班共融

班，當中有五至六位聾童與健聽同學一起上課 -- 這是一個

關鍵人數。聾生和健聽生都能透過聽覺與視覺兩個溝通管道

發展成獨特的雙語使用者，因為他們既能學到粵語、普通話

和英語這些口語及中文書面語，更能學到香港手語。

傅德蔭基金自二零一四年起贊助香港中文

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發展一個能夠

同時為聾/弱聽兒童 （以下統稱「聾童」

）和健聽兒童提供主流教育的嶄新教育項

目−−「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該項目現時在一間主流幼稚園和一間主

流小學推行*，旨在摒除「聾童在主流教

育中只可接受口語教育」這個長期誤解。

因為這個誤解，香港的聾童絕少接觸到手

語，亦從未能透過手語雙語教育在長遠的

語言、認知及社交發展上得益。過去數十

年來，聾童只能接受單一口語教育，令他

們面對極大的溝通障礙和社會孤立，在學

業上亦充滿困難。

協作小學聾、 健師生融洽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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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額外加入的香港手語讓聾生在主流課程中獲得完整
的資訊。

二零一四年至今，傅德蔭基金的贊助讓78位聾童及1,335位

健聽兒童受惠，當中269位健聽兒童和聾童一起在共融班

上課。共融班由聾人老師和健聽老師「協作教學」，兩位

老師分別以香港手語和其中一種口語平行教學。額外加入

的香港手語讓聾生在主流課程中獲得完整的資訊。這種雙

語支援在其他教育環境中是前所未見的。在手語和口語並

重的環境下，聾生能在課堂中重拾自信，並主動參與課堂

活動。在課堂外，他們還會接受個別或小組支援，包括手

語班、言語治療、中文和英文閱讀計劃、課後及周末輔導

等，進一步增進語言和學業發展。

原先針對聾生需要的額外視覺輔助對健聽學生亦同
樣有幫助。

健聽學生又如何呢？很慶幸他們對學習香港手語顯得興致勃

勃，十分享受這個全新的語言體驗。原先針對聾生需要的額

外視覺輔助對健聽學生亦同樣有幫助。健聽學生在手語雙語

環境中只不過幾年，他們的手語能力已提升，足以從聾人老

師身上直接獲得課堂資訊，令人驚嘆。較高年級的健聽學生

亦慣於在課室以手語表達和交流。從社會文化角度而言，在

共融班上課能鼓勵聾生和健聽學生學習欣賞對方的差異，並

培養他們以正面態度活用香港手語和口語兩種語言。

這個創新的教育模式並不局限於共融班之中，而是
實行「全校參與」的模式，學校日常活動如早會、
小息、手語金句、各種典禮或禮儀、學校活動或早
會等，都會廣泛使用香港手語。

當整個環境都有利聾、健師生以香港手語和口語交流，很快

在全校上上下下都能看見聾、健共融的踪影。在校內，聾生

和聾人老師的存在，自然地令校長、主任、老師、家長、書

記、電腦技術員，以至茶水間的工友都能逐步以手語和口語

雙語交流。學校每年舉辦的全校聾人節活動、人人手語日、

農曆新年手語嘉年華等向老師和學生推廣聾人文化活動，正

是聾人老師和健聽老師同心協力、共同籌劃的成果。

你或許會問，聾生會否因聽力限制而不能參加某些課外活

動？正好相反，學校的政策是讓聾生自由參與任何課外活

動，包括運動、舞蹈、朗誦、話劇演出，以及海外交流和

比賽等。有需要的時候，學校會安排健聽的雙語老師或手

語翻譯員協助聾生參與各種活動。有趣的是，每當沒有手

語翻譯員在場的時候，懂得手語的健聽學生就會自動自覺

為聾人同學提供手語支援，將日常累積的手語知識活學活

用。這全因健聽學生在校內學會了手語，讓他們切身處地

了解聾人的溝通需要。這「隨時候命」的服務精神不正是

社會目前最需要的嗎？總括來說，聾生和聾人老師成為了

學校的一份子，大大提高了學校整體的聾人意識；聾、健

同儕的互相支援亦帶來社會共融，這也是很多到訪過計劃

的人大為讚嘆的地方。

總括來說，聾生和聾人老師成為了學校的一

份子，大大提高了學校整體的聾人意識；

聾、健同儕的互相支援亦帶來社會共融，這

也是很多到訪過計劃的人大為讚嘆的地方。

計劃開設了「小小翻譯員」訓練計劃，以課外活動
的形式培訓這批學生。

數年前，有見不少和聾生一起上課的健聽學生在入學頭幾

年已對學習香港手語特別感興趣，亦擁有很高的手語能

力，計劃就開設了「小小翻譯員」訓練計劃，以課外活動

的形式培訓這批學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每年大約二

十個參加訓練的學生之中，就有一至兩位是聾生。事實

上，聾人手語翻譯員在國際上愈來愈普遍，因為他們的手

語能力較佳，也懂得如何以最切合聾人需要的方式去傳達

農曆新年手語嘉年華

詞彙遊戲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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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陳紀尤天生有嚴重至深度聽障

2007年初參加手語閱讀班，其後在幼稚園高班開始

加入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她亦慢慢學會香港手

語並發展了良好的口語能力。她在二零一四至一五

學年從小學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畢業，今年已升

讀中三了。她因傑出的學業和課外活動表現而獲得

多個校外獎項和獎學金。難以想像這名勇敢的十四

歲聾生在今年七月代表香港參加在土耳其舉行的聾

人奧運會游泳項目。她和家人都非常認同這計劃提

供的手語雙語支援有助她有效地自主學習。「加入

計劃之前，我記得我只能追著看老師的口形，學習

很困難。以前的同學也覺得我是個怪人，那時候真

的很孤單。現在計劃有手語，我就能明白課堂。我

也能交到很多朋友，有聾的，也有健聽的。手語對

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這計劃可以讓小朋友知道有其他處境和自己不同
的人。我的小朋友也學會了尊重和自己不同的人或
是有殘疾的人。多些人懂得尊重，社會上的矛盾也
就會減少。」

由於一般人對中心發展這個計劃背後的理念和研究基礎不

甚理解，加上身處香港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很容易誤以

為一般健聽學生家長都會抗拒讓自己孩子加入共融班。但

現實恰恰相反，健聽生的家長很樂於讓自己的孩子和聾生

一起學習。一位孩子就讀幼稚園的家長就說：

「這計劃可以讓小朋友知道有其他處境和

自己不同的人。我的小朋友也學會了尊重

和自己不同的人或是有殘疾的人。多些人

懂得尊重，社會上的矛盾也就會減少。」

另一位家長也讚揚這計劃為孩子帶來全人發展。「計劃對

小朋友的成長有一定的幫助。讓他們學會在照顧自己之

餘，更能多一點關心別人，幫助別人。讓他們長大後更能

體恤別人，不只在言語上，而是已經懂得切身處地去關顧

別人的需要。」幼稚園計畫中的老師也表示，觀察到健聽

學生在很年幼時已對聾人同學有很正面的態度。「健聽小

朋友知道他們是聽不到的，但從來不會取笑他們。相反，

他們都很欣賞聾生能夠自信地用手語和口語表達自己。」 

資訊。現時這個培訓是以增潤課程的方式由聾人和健聽老

師帶領。每一位參加訓練的小小翻譯員都由聾人老師親自

挑選，並會被委任在早會和校本活動中提供手語翻譯。家

長和老師往往會因他們精湛的手語能力和勇於在台上翻譯

的自信而大吃一驚。為這些極具天份的健聽學生和聾生提

供適切的手語翻譯培訓，有助日後在大眾傳媒和社區場合

上實現以聾、健協作的最佳方式提供手語翻譯。

一個教育項目即使有多麼好的配套，沒有家長的支
持也是徒然。 

事實上，家長的支援在兒童發展的道路上有著不可取代的

角色。多年來，聾生和健聽學生的家長都對手語雙語共融

教育計劃十分支持，因為他們親眼見證了孩子在計劃中得

益良多。一位幼稚園聾生的媽媽表示 ：

「在學習上有雙語的配合，對女兒的理解

和表達都有很大的幫助。她的學業有明顯

進步，更難得的是認識到一班好朋友，一

起度過快樂的校園生活。」

她也希望計劃能一直延續。「這個計劃對聾生非常重要。

未來，希望這計劃能盡早獲得政府的認同和支持，讓更多

小朋友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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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雙語聾健共融教育新里程

郭芷晴對自己的聾人身份有很正面的態度

能夠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的聾生並不只紀尤一個。手語

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幫助聾生認同

「聾」也可以帶來得益，而並不一定是不利的影響。郭

芷晴是另一個剛從小學畢業的聾生，她的家人全都是使

用手語的聾人。她表示十分喜歡計劃中的聾、健共融。

她說:「健聽同學可以在寫作和口語表達上幫助聾的同

學，在我們漏聽了老師說話時幫助我們。而聾人同學則

可教健聽同學手語和聾人文化。」談及她的聾人身份

時，她表示：「我不會因自己是聾人而感到奇怪。我覺

得自己和健聽人是平等的。健聽人能做到的事，聾人都

能做得到。我們沒有不同。」

多年在幼稚園和小學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經驗告訴我們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溝通障礙是聾童不能在主流教育有效

地學習和參與學校活動的主因。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摒除了這

個障礙，建構了一個有效的共融學習環境，讓聾生和健聽學

生在語言、社交和學業上同時得益。這些在手語雙語課室中

成長的學生亦在不同領域中獲取一個接一個的佳績。至現時

為止，已經有二十七位聾生在校內獲得七十個學業獎項、二

十九個藝術或體育獎項和六十個校外獎項，包括十一個校外

機構的獎學金。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他們的故事。

在幼稚園中，有以簡報、工作紙、字卡，結集成按
學習主題發展的學習資源。聾人老師根據學校課程
製作的香港手語影片亦有助聾生的語文發展。

計劃開始初期，很快就出現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有哪些

教材能配合這個新發展？答案是沒有，因為香港手語當時

並不為社會接納，更遑論支援聾人教育的資源。於是，本

計劃的聾人老師和健聽老師惟有自己一手一腳去發展一些

能夠支持手語雙語教學的資源與及視覺教材。在幼稚園

中，有以簡報、工作紙、字卡，結集成按學習主題發展的

學習資源。聾人老師根據學校課程製作的香港手語影片亦

有助聾生的語文發展。手語輔助閱讀資源隨年月增加，持

續支援聾生的閱讀、語言和認知能力發展，為聾生迎接小

學教育打下鞏固的基礎。

在小學，這計劃建立了一個以香港手語和中文書面
語的詞彙庫，記錄了超過一千六百個常識、數學和
宗教詞彙的網上平台。

以香港手語來解釋這些詞彙的概念十分重要，因為這能讓

聾生在學習概念的時候掌握其意思和表達方式。這計劃亦

製作了額外輔助教材用於教學，如加強了視覺元素的簡報

和教學工具等。這些資源都上載到學校的內聯網，讓其他

非共融班的老師也能使用這些資源豐富課堂教學，或幫助

其他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計劃中，聾生不單止是資

源的使用者，更會協助教材製作，例如參與製作手語影片

和海報，派發給其他主流學校，進一步在社會推廣手語。

幼稚園聾生參與製作的課堂手語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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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聾、健學生之外，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也支
援聾、健老師的專業發展。

這計劃主張由聾人老師和健聽老師共同協作教學，目的是

讓他們成為拍檔，在課堂內外互相支援。協作的範疇包

括教材設計和製作、商討在教學過程中各自負責的部份、

以及協調學生的小組活動等。聾、健老師共同進退的精神

成為教學和校務的重要基石，因為他們為聾生和健聽學生

建構完整的教學語言環境，同時也是推動校內文化價值變

革的主要動力。校內所有老師對聾健協作都建立了正面態

度，並了解當中的協同效應如何增進專業發展，形成了學

校其中一個核心價值。一位小學健聽老師就講述了和聾人

老師共同備課的重要性。「我們會討論很多東西，例如教

學內容、切合學生需要的教學方法、增加學習效果的教學

策略等。我記得最初我仍會靠自己備課，但當聾人老師漸

漸在教學上建立信心，他們的角色就變得愈來愈重要。」

她也認為聾人老師在課堂中相當重要。「因為我的手語能

力有限，有兩位老師較好。聾人老師最能了解聾生所面對

的困難，亦可建議確保學生明白課堂內容的教學方法。」

二零一六年七月，共融小學的五位老師因其支援聾生的傑出

表現而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獲得有

關特殊教育需要教學的嘉許狀。姜婉雯是其中一位獲獎的健

聽老師。她分享: 「雖然自己有多年的教學經驗，但參與手語

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後才真正明白共融教育的意義︰共融教育

不是強迫學生改變去配合現有制度，而是整體地看如何幫助

聾生學習和成長。」姜老師在教導聾生時也遇到不少困難，

例如需要學習手語跟聾生溝通和授課。老師看到學生這麼努

力學習，即使自己付出更多心力也是值得的！姜老師説 : 

「因為老師是靈魂工程師，以手語溝通才真

正觸動到小朋友的內心，他們的人生從此便

不一樣了。」

聾童融入主流學校接受教育已成為近年全球的大趨
勢，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發展正是一個適時
的回應。

多年來，這計劃致力將以往達致的效益，從合作學校擴展

至本地其他學校和國際層面。現在除了透過公開講座和工

作坊向老師和相關專業人員提供培訓之外，亦有為海外其

他地方提供專業諮詢和校本支援。在亞洲以至國際層面，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模式都獲嘉許為有效解決聾人長期教育

問題的方案。至今已有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

英國、荷蘭、比利時、新加坡、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等

地的研究人員或教育工作者到訪過這計畫的協作學校，當

中有不少都希望得到持續的諮詢和支援，在當地成立相類

似的教育項目。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最先支援的是台灣，

新加坡政府亦緊隨其後，即將採納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模

式，首度於二零一八年在一間主流學校開始取錄聾生。澳

門、廣州和衢州亦正準備開辦同類的教育項目，在未來數

年將繼續和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保持緊密合作。

手語雙語共融計劃另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將聾童及其家庭的

需要反映給香港政府。香港政府雖已在二零零八年簽署了聯

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但從來沒有推行任何政策，保障

聾人以手語獲得無障礙教育的權利。有見及此，這計劃的團

潘頌詩，首個使用手語的聾人獲得特殊教育教學資格。

二零一六年，她在香港教育大學完成了教育榮譽學士課程。這是香港聾人

教育的歷史性時刻，因為這是首次有使用手語的聾人獲得特殊教育教學資

格。潘頌詩加入計劃後，了解到聽力障礙只是其中一種特殊學習需要，如

想更有效支援其他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必須具備更全面的知識和技

巧。因此，她報讀了相關學士課程，除了令自己的專業更上一層樓，也希

望為聾生和健聽生樹立一個好榜樣。「小時候，別人告訴我聾人只能做低

下階層的工作。現在我達成了成為老師的夢想。所以，當我的聾生告訴我

他們的夢想是當獸醫、當老師，我都會鼓勵他們。」                                        

無私付出得到回饋! 胡校長出席祝賀姜婉雯老師和四位得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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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一直和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保持緊密聯繫，希望引起關

注和討論，為聾童在教育上爭取應有的權利。很多時候，聾

生和他們的家長都會自願參與公眾活動，與政府官員會面，

直接反映自己的意見。二零一七年三月，共融計劃中的一位

小四聾生譚啟聰在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中發

言，表達手語對聾人教育的重要性，並促請政府為聾童提供

手語支援。有關這次發言的網上專題報導獲超過十五萬六千

人次觀看 。縱使經過多年的努力，政府仍未有任何正面和

確實的回應，去為在學聾童提供額外資源，讓他們可以接受

手語支援。這計劃仍然會繼續提升公眾對這個議題的認識，

希望教育政策和相關措施可以有正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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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位置。傅德蔭基金的贊助，令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可在香

港持續推行這個教育項目，並將其推展至亞洲和世界各地。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模式所帶來的正面效益

正從香港一個小小的課室散播至全世界，

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手語雙語教育的觀念，

這個以往被認為只適用於特殊學校的教育

模式，現獲證實在主流教育中同樣適用，

並有助建設聾、健共融的社會環境。

＊參與本計劃的幼稚園及小學如下 : 

日託嬰兒園 

• 香港保護兒童會譚杜佩珍日託嬰兒園  

• 香港保護兒童會新航筲箕灣日託嬰兒園  

• 香港保護兒童會香港空運業界嬰兒園  

• 香港保護兒童會祈廉士日託嬰兒園  

• 香港保護兒童會利黃瑤璧日託嬰兒園 

幼稚園 
•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牛頭角) (由傅德蔭基金資助) 

小學  
• 獻主會小學  

•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由傅德蔭基金資助) 

中學 
• 聖母院書院

小四的譚啟聰在立法會上表達聾生的學習需要

協作小學聾、 健師生融洽共處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在國際上獲得的讚譽對團隊
來說是一支強心針。而一路以來中心的努力也確立
了香港作為亞洲手語雙語教育的中心位置。

由於以往教育工作者對手語抱有長久的誤解和偏見，改革聾

人教育的道路注定是崎嶇而漫長的。但是，手語雙語共融教

育計劃在國際上獲得的讚譽對團隊來說是一支強心針。而一

路以來中心的努力也確立了香港作為亞洲手語雙語教育的中

http://www.ftifoundation.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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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KOR HOSPITAL FOR 
CHILDREN LIMITED 
‘SAVING BABIES’ LIVES’ 

近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為減少兒童

的死亡已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儘管

如此，新生嬰兒死亡人數比例仍然

高企，每年有三百萬新生嬰兒死

亡，最明顯的是在柬埔寨等發展中

國家。為解決這嚴峻挑戰，傅德蔭

基金將支持吳哥兒童醫院，在柬埔

寨暹粒省實施「拯救嬰兒生命」項

目。該項目將重點向吳哥兒童醫院

新生嬰兒部，提供專科的新生嬰兒

治療及護理。還通過在該部門開展

可複製及具成本效益的感染預防和

控制方案，來幫助解決新生嬰兒的

死亡主因: 感染和敗血症。技能提

昇正是「拯救嬰兒生命」項目的核

心，包括在嬰兒正接受治療的同時

向家長提供健康教育，並對當前

及未來的醫護人員，提供優質新生

嬰兒護理的培訓。該項目預計將直

接幫助超過2,900名新生嬰兒，及

通過改善家長和照顧者的知識和行

為，並且改進政府機構的新生嬰兒

護理設備，間接幫助數以千計的受

助者。

獲贊助之項目 
(2017年3至2017年9月)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華明照顧者姊妹 
互助網絡

在中國人的社會裏，傳統文化「男

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然很重，

當家庭內有成員需要照顧，責任往

往落在婦女身上，因此社區中的照

顧者普遍為女性。這些婦女照顧者

每天承受著沉重的照顧壓力，24小

時全天候待命照顧，精神壓力導致

失眠或情緒問題極為普遍，缺乏休

息加上扶抱等重複動作造成勞損，

身體健康每況越下，加上缺乏社交

而沒有支持網絡，最終孤立及隱藏

於社區之中。本計劃於粉嶺華明邨

及其附近之屋苑推行，旨在識別這

些65歲以下的婦女照顧者，喚醒及

鼓勵她們關心自己的精神健康，並

協助她們在社區內組織互助小組，

組織同路人支援網絡，建立社會資

本以面對生活的逆境，第一期18

個月的計劃匆匆過去，我們成功建

立了「華明照顧者姊妹互助網」，

第二期計劃已於7月展開，為期三

年，目標是把互助網絡由華明區擴

展至粉嶺其他地區，全面支援區內

婦女照顧者。

協康會
「家庭為本自閉症兒
童溝通訓練」

自閉症是一種腦神經發展性障礙，

在語言、溝通、互動交流等方面均

會對患者的社交發展造成困難和深

遠的影響。很多家長都表示很難與

其患有自閉症的孩子互動溝通，

並為此感到相當憂慮和無助。然

而，作為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家長的角色是極之重要的。如果家

長能掌握相關的知識與技巧，便能

夠為孩子營造一個自然、有利溝通

的環境，幫助孩子發展社交溝通潛

能和學習能力。有見及此，本計

劃為家長提供講座、深入的小組

訓練 (採用 “More Than Words 

Hanen Programme”)、及個別

訓練(採用 “Preschool Autism 

Communication Therapy”)。

此模式可以提升效益並照顧不同家

庭的需要，最終幫助自閉症兒童改

善社交溝通能力。

歡迎註冊慈善機構申請本基金，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ftifoundation.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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